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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力通 206 发动机：新赛车手易犯的 15 个错误 
   

206发动机是一款专业高速四冲程竞赛发动机，风靡北美卡丁车赛事多年。发动机由全球知名的户

外动力设备汽油发动机制造商——美国百力通公司（Briggs & Stratton）设计和制造。 

206发动机专为赛车运动而打造。生产过程中采用了严苛的手工调教，用最高的工艺水准来打造动

力强悍且性能一致的发动机。同时，206 发动机采用了封条防改装技术并拥有详细的技术检查规则，

确保动力公平。 

 

 

 

本指南旨在帮助车手和卡丁车技师们快速了解百力通 206发动机，避免犯一些常见错误，以便可以

和全球其他 206车手一样充分享受赛车运动！ 

 

新赛车手容易犯的常见错误有： 

 

错误 1：安装发动机时，没有正确设置化油器浮子高度，导致发动机性能不良 

 

 发动机从生产线下线后，会被交给物流或快递公司进行运输。物流运送过程中，卡车会遇到

路面颠簸，导致发动机抖动（甚至摔落的极端情况），从而会改变出厂设置的化油器浮子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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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油器浮子位置对于发动机性能至关重要。浮子位置控制着燃油针阀的打开和关闭，从而控

制化油器油杯中的燃油量。如果油杯中的燃油过多，会导致油门堵塞或油门响应缓慢。而油

杯中燃油不足，则会让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异常升高，发动机高速性能会因供油跟不上而大受

影响。 

 你可以搜索并关注“百力通”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206”给百力通，你将收到相关的指导

视频和资料的推送。化油器浮子高度的初始设定值为 22毫米。 

  

 

错误 2：使用了错误的机油，导致发动机过早磨损、内部生锈甚至报废。 

 

 机油选择对发动机的性能和寿命有重大影响。你只能使用高品质的四冲程全合成 0W-10 或 

10W-20 赛车发动机机油。 

 

 不要使用普通矿物类或半合成机油！ 

 

 不要使用为汽车设计的机油。这类机油专为汽车发动机的压力润滑系统而设计。如果用在卡

丁车发动机的飞溅润滑系统中，这类机油容易起泡沫，大大降低其润滑能力。此外，汽车机

油是针对液冷发动机而设计的，而液冷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比风冷发动机（卡丁车通常使用的

是风冷发动机）要低很多。   

 

错误 3：离合器安装不对，未能锁定在台肩位置导致曲轴损坏 

 离合器制造商可以提供一些通用建议，但他们不一定知道您的离合器将用于哪种发动机或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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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离合器在 206发动机曲轴上可以移动或晃动，将会导致曲轴键槽负载过大（扭矩分散在

很小的接触面上），从而导致曲轴的键槽损坏。 为了防止键槽损坏，离合器必须被牢牢地

锁定在曲轴上的台肩处。    

 你可以搜索并关注“百力通”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206”给百力通，你将收到相关的指导

视频和资料的推送。 

 

错误 4：排气管和消音器安装错误，导致缸头安装面或排气管损坏 

 

 安装排气装置时，需要把排气管安装到缸头上，并用螺栓进行固定。如果排气管的安装面和

缸头上的安装凸台不能平整地结合，请使用排气管垫片来保证结合处的平整。不要使用过度

的力量来安装支架和/或排气的紧固螺丝，否则这将在排气系统产生过度的应力，导致零件破

裂和/或螺丝滑牙脱落。请按照发动机的规定的安装扭矩，用固定螺丝把排气管拧紧到缸头上，

自然会产生足够的固定作用。不要用冲击钻或冲击力来安装排气管螺栓。应该慢慢地进行拧

紧，把螺丝拧到发动机规定的扭矩。       

 

错误 5：排气系统被包裹得过于严实 

 

 卡丁赛事的组织方会要求您的发动机排气管外面安装合格的隔热材料。在安装隔热套或隔热

布时，只要包一层就可以了，不能缠绕两层。如果使用的是隔热布，缠绕时隔热布的重叠比

例不能过多。否则，排气管内部会积累过多的热量，影响排气管的强度和寿命。 

 排气管从安装法兰开始的 8厘米范围内不要包裹任何隔热材料。否则，缸头会出现散热不畅

温度超高，导致排气门座脱落或缸头垫损坏。 隔热材料只能从排气管法兰面往上的 8厘米

处开始包裹。 

 正确的隔热套/隔热布包裹方式如下 

 

 

 

从法兰面 8 厘米以上开始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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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6：发动机首次磨合后，不检查气门间隙。 

 新发动机首次磨合运转一段时间后，零部件应力得到释放，与出厂时的状态相比，气门间隙

会变大。新的赛车发动机首次磨合运行 30到 60分钟之后，需要检查并设置气门间隙。（气

门间隙：热机 0.1mm， 冷机 0.025-0.075mm） 

 你可以搜索并关注“百力通”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206”给百力通，你将收到相关的指导

视频和资料的推送。 

 

错误 7：发动机安装板偏移太多。 

 

 过度偏置发动机会导致发动机的稳定性非常差，并且伸出来的安装板会像“跳水板”一样放

大振动。和房子应该被建在结实的地基类似，发动机应该被安装在一个有完整支撑的底板上。 

 发动机不得超出基 15 毫米。偏移量超过 15 毫米时，发动机缸头处的振动会增加 20％。这是

非常大的附加振动。振动会加速发动机零件疲劳，从而导致零件故障和螺丝松

掉。        

 即使你的发动机安装板可以做到更大的偏移量也不意味着您应该这样做！偏移量越大，发动

机缸体和曲轴箱盖的振动和承受压力就越大，就越容易导致发动机问题。  

 发动机安装板厚度不能小于 19毫米,太薄的底板刚性不够。 

        

正确（发动机底板和副板对齐）        错误（底板和副板偏移过大）        

 

错误 8：汽油/机油收集器管路通气不佳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 

 赛事组织机构通常会要求赛车安装汽油和机油收集器，用来收集化油器汽油溢流和从气门盖

上的通气孔处滴落的机油。在安装收集器和相应管子时，您必须保证：管子内的空气可以顺

畅地通过收集罐与外部大气实现无障碍的相通，否则就会出现发动机曲轴箱内和化油器内部

气压升高，从而出现发动机性能下降的情况（运行缓慢或加速反应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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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您接到收集罐的管子没有被捏扁或者被挤压（被扎带挤压也不行）。管子必须自然平

滑向下进入收集器，不能有向上的折弯，否则会产生积液阻碍通气。 

 

  

  

 

 收集器顶部除了有插管子的孔以外，在顶部或肩部还必须有一个比较大的通气孔（如上图所

示）。管子插入收集器内部的部分不能太长，要确保管子在收集器内部的液面之上，否则管子

会被液体封住影响通气。 

 如果呼吸器管子内部的通气不畅，会导致曲轴箱力压力过大，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垫片损

坏和/或机油从燃油泵排气孔中被压出。 

 请使用管壁较厚的优质通气管，以防止出现管子塌陷的情况。  

 

错误 9：新发动机使用前不给空滤芯喷上机油 

 百力通 206 发动机使用的空滤芯是一种高级滤清器。它必须使用机油来有效地捕捉并防止灰

尘进入发动机内部。新发动机出厂和发货时，空滤芯是干的，没有机油。 

 在运行发动机前，必须用专用空滤护理油（比如：K&N空滤护理油）给发动机的空滤芯整个

外表面均匀地喷上护理油。使用喷雾时，沿着滤芯每个褶皱均匀地喷射，喷嘴保持在 8厘米

距离。喷好后，放置 20分钟。确保所有部位都被均匀的红色覆盖。 

两根管子走线自然平滑向下，不能有向上的折弯。每个收集罐顶部除了插管子的孔以外，

还必须各有一个通气孔（在顶部或肩部）。 

 



 
 

百力通——美国动力专家  卓越源自 1908 

 

 

错误 10：忘记安装汽油滤芯 

 汽油里可能有灰尘和氧化产生的杂质，油箱中也可能落入灰尘，为了防止油路中的杂质堵塞

发动机化油器喷嘴，在油箱和燃油泵之间的油管上加装一个汽油滤芯是必须的手段，它可以

大大减少化油器主喷管被堵的可能。否则，你有可能在比赛中突然遇到化油器被堵的情

况。   

 

错误 11：发动机存储不正确 

 汽油放置 30 天以上就会氧化变质。变质汽油会腐蚀化油器内部零件，并在零件表面产生结胶，

造成化油器喷嘴全部或部分被堵，最终导致发动机启动困难或运行不正常。如果您的发动机

使用的是乙醇汽油，出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乙醇汽油的腐蚀性和吸水性比普通汽油更强，

长时间放置的乙醇汽油更容易导致化油器出现问题。 

 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步骤，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可选方法一：使用百力通汽油稳定剂 —— 长时间存储发动机前，在发动机油箱中

加入少量百力通汽油稳定剂，然后运行发动机 5分钟，让燃油稳定剂走遍油箱和整

个油路，就可以防止发动机内残留的汽油 3年不会出现变质问题。 

 可选方法二：长时间存储发动机前，先拔下燃油泵的进油管，拧开化油器底部的汽

油放油口，让化油器中的汽油在重力作用下全部流出，让化油器中没有残留的汽

油。  放空后，再把放油螺丝拧紧。最后，把燃油泵的进油管装回原位。 

  汽油是易燃物，操作时务必注意安全。只能在发动机冷却并拔下火花塞帽的情况

下，在远离火源的地方进行操作。 

 如果您完成了一个赛季的比赛，存储发动机前还要确保你的发动机中加入了高品质

的四冲程（4T）0W-20或 10W-20赛车发动机机油。高品质的四冲程赛车发动机机

油具有很好的中和发动机燃烧产生的酸性物质的能力以及优秀的防锈能力，防止发

动机曲轴或轴承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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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12：忽略了底盘的设置和调教  

 新赛车手很容易有一个的错误观点：“赛车的单圈成绩（时间）只与发动机的性能有关。如

果赛车速度不够快，那一定是发动机出问题了。”这是对赛车缺乏全面了解而导致的一个错

误认识。   

 对赛车手而言，非常重要一点的是：要学会分析并逐一排除所有可能影响赛车性能的因素。

长时间使用过百力通 206发动机的赛车手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赛车整体性能不佳并不是

发动机造成的。检查底盘设置的动态情况、分析赛道表面变化的影响、检查卡丁车状况（轴

承，轴，对齐等）以及收集从耳朵到座椅上臀部的 “感觉”才能帮助车手找出真正导致赛车

问题的原因。  

 有时，新赛车手常常会混淆原因（病因）和现象（症状）。犯这一错误是正常的，我们所有

人都经历了这一学习过程。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车手说：我的发动机无法超过 5800转/分钟！请问，他说的是症状（现象）还是病因

（原因）？ 

 

答案是：“无法超过 5800rpm”是症状。但病因是什么呢？我们试着通过按下面这样思考来

诊断一下： 

 今天早些时候转速也是这样吗？ 

 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某些拐弯处（左拐或右拐）或者某个赛段吗？ 

 什么发生了变化？ 

 你撞到路边了吗 

 发动机安装板出现移位，导致链条和齿轮对齐出现问题，或链条张紧出问题

了吗？ 

 在此过程中您的卡丁车车轮倾角和束角是否发生了变化？ 

 您的车架是否开裂或变形了？ 

 你的车轴发生变形弯曲了吗？ 

 卡丁车上有其他零件松动了吗（从轴承座到座椅撑杆）？ 

 轮胎与赛道的接触面变大了吗（漏气）？ 

 这可能导致您的底盘前进阻力变大 

 前进阻力变大也会导致底盘或发动机支架弯曲过多，从而影响链条或离合器

的对齐。 

 全方面分析考虑各种因素是识别和有效解决赛车问题的关键。底盘调教、轮胎变化、

传动、发动机等因素都有可能是导致赛车出现故障现象的原因。遇到问题时，一定

综合分析，逐一排除。 



 
 

百力通——美国动力专家  卓越源自 1908 

 

错误 13：燃油泵的管路安装错误 

 百力通 206 发动机燃油泵是靠曲轴箱的压力变化来驱动的。利用曲轴箱压力变化的脉动需要

一些技巧，以下是安装的关键点： 

 

燃油泵到曲轴箱的连接管（压力脉动管）必须尽可能的短而且平滑向下，能让粘在管壁的机

油油雾或油滴自然地流回进曲轴箱。管路上不能有可以积机油的低洼点，否则会导致燃油泵

不能正常工作。 

 

 

 

 燃油泵的压力脉冲管方面最常见的问题是：过多的机油从燃油泵的排气孔（圆形的小黄铜片）

处流出。 

 问题产生的原因： 

 发动机中加入的机油过多。 

我们推荐发动机中的机油量为 400毫升，且必须是高品质的四冲程全合成 0W-

10 或 10W-20赛车机油。 

 曲轴箱背压过高。 

如果您的气门室盖上的通气孔呼吸不畅，曲轴箱的压力就可能会升高。这种压

力会迫使机油从燃油泵上的黄铜色排气孔排出。检查您的机油捕集罐通气是否

受到限制。在捕集罐顶部再增加一个或两个通气孔，并检查从气门盖到机油捕

集罐之间的管子是否被压扁的地方。即使是一根扎带，也可能导致管子被压扁，

影响空气流通流通能力。  

 

 一个非常好的减少机油油雾从燃油泵的排气孔流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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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现燃油泵的通气孔（黄铜色圆片处）有过多的机油流出，请先擦去排气孔中的机油，

然后将一点点指甲油或硅胶涂在在黄色圆片上，这个薄层可以完全盖住黄铜排气筛网，但不

会对泵的功能或寿命产生影响。这样做能限制空气的流通，从降低空气通过的速度及其带出

机油油雾的能力。  

 

错误 14：发动机的日常维护不到位 

 激烈的比赛对发动机和赛车和冲击很大。您需要对发动机经常做一些预防性的检查，把问题

扼杀在萌芽状态，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解决掉。否则，不仅影响比赛，还要浪费维修费。 

 我们建议您经常做好以下检查： 

1. 排气管–每次离开赛道时，都要检查排气管安装螺丝是否松动和安全绳是否正常。如

果不加检查,松掉的螺丝会破坏螺纹，而消音器松动会增加振动和疲劳。同时，您还要

检查排气管垫片是否漏气。垫片漏气可能会提高缸头的温度，如果未及时发现，则会

导致发动机缸头垫破裂或缸头变形。     

2. 其他预防性检查：检查缸头螺栓，放油螺塞和发动机安装板的状态 

a) 发动机安装板：可能会因车架弯曲、振动而松动，从而导致链条未对准。这不仅会

导致齿轮损坏，而且还会给曲轴和箱盖带来额外的压力。 

b) 缸头螺栓：定期在冷机状态下检查发动机的缸头螺栓扭矩（(20-27 Nm）。缸头螺

栓承受着巨大的热量，这些热量与其他因素（底盘扭动，底盘折弯，链条未对准，

排气管垫圈漏气等）混合在一起作用在缸头上。如果不加以检查，松动的缸头螺栓

可能会导致缸头垫漏气。任何缸头盖垫片漏气都会造成发动机性能损失。严重到足

够的程度就会损坏缸头和缸体表面。   

c) 机油放油口：如果拧紧不正确，就出出现机油泄漏，造成发动机拉缸 

 

错误 15：缺乏与其他 206 发动机赛车手或专家的交流，错过从其他车手那儿获取知识 

 赛车是有学习曲线的。我们所有人都从零基础开始，通过阅读、提出问题以及在赛场上结识

朋友而进步。别胆小，不要害怕！所有的 206 赛车手是一个团体，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热

情。尽管我可能不是在教室里共度一个周末，但 206发动机赛场上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友谊、乐趣和肾上腺素。   

 请搜索并关注“百力通”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206”给百力通，你将收到百力通 206发动

机相关的指导视频和资料。请收藏并阅读这些资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有用。 

 欢迎访问百力通赛车发动机网站 BriggsRacing.com （英文），并在我们的论坛上向全球爱

好者提问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CN&u=http://www.briggsracing.com/

